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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好开放大学， 是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

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教育规划纲要精神， 是办好开放大学的根本保障。

■

按照从长计议、总体设计，先易后难、分步实施原则，努力丰富国家开放大学体系的综合服务功能。

■

充分利用建设国家开放大学体系的契机， 将云计算技术全面推广和运用于教育领域。

■

季明明

开放大学的战略定位与科学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2010-2020

年）》明确提出要“办好开放

大学”，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改革

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全面理解和准

确把握教育规划纲要精神，是“办好开放

大学”的根本保障。 教育规划纲要关于构

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系统构思，直接引领着

国家开放大学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中央电大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制

定国家开放大学建设方案工作取得突破

性进展；北京电大、上海电大也已形成有

特点的地方开放大学方案。 国家开放大学

体系基本构成建议为： 一是国家开放大

学，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在中央电大基础

上建成；二是少数地方开放大学，是这个

体系的骨干，分布在重要区域；三是国家

开放大学分校，是这个体系的基础，设立

在地方电大、行业系统、大型企业、各类学

校、社区、军营等。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三大战略目标：

“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基本形成学习型

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建设国家

开放大学体系既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力

推手， 又是上述目标实现后的重要成就。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建设国家开放大学

体系对于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具

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是构建国家终身

教育体系的一项基础性重大战略任务；第

二，它是教育领域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观的一项惠民工程；第三，它的建成是

2020

年国家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一项标志

性成果；第四，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从教育

理念、教育思想到教育内容、方式、手段，

考试、招生、评价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

制、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改革任务，建设国

家开放大学体系对于推进上述改革具有

积极的牵动作用；第五，建设国家开放大

学体系是完成今后

10

年继续教育宏大任务

的重要保障。

当前， 要全面把握教育规划纲要精

神， 进一步明确开放大学建设的指导思

想，确保这项事业持续、科学地发展。

一是避免翻牌、走老路，要在充分肯

定各级电大办学成绩的基础上， 更新理

念，调整结构，完善功能，转变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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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国各级电大和电大系统为国家

教育事业尤其是加快高教大众化进程作

出了重要贡献。 一方面它是构建中国特色

国家开放大学体系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又要与时俱进， 把握重大契机，

在建设全新开放大学体系的一系列全面、

深刻的变革与创新中，使“老电大”焕发出

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是避免延续以往办学模式而简单

升格，走出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人才培养

新路。 根据建设人才强国的需要，建议尽

早批准开放大学的成熟专业具有学士学

位授予权。 教育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创新

网络教学模式，开展高质量高水平远程学

历教育。 ”为了能达到“高质量高水平”的

预期，开放大学的学位教育要牢牢把握经

济社会发展和用人部门的实际需求，深化

教学综合改革和制度创新，切实加强学位

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尤其是充分利用

信息化、数字化优势全面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在办学质量上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三是避免单纯关注青年学生， 要将大

力开展成人继续教育作为重要的使命。 为

缓解应试教育压力， 国家开放大学体系要

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平等选择学习的机会

和优质高教资源。与此同时，国家开放大学

体系应该成为发展继续教育的重要力量。

由电大重建的开放大学系统要紧紧贴近、

服务于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

结构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

鼎力办好成人学历和非学历继续教育。 有

丰富实践经验和良好素质的成人能够成为

开放大学培养一流水平人才的“好材料”。

四是避免只是重视学历教育，坚持长

（学历）、短（非学历）教育相结合。 当今社

会学历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杰·博什尔所说，“非

正规的学习是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创新的重要基础”。 国家开放大学体

系要以其他办学形式难以达到的巨大灵

活性、选择性，从“套餐”到“零点”，推出满

足各类人群不同口味和需要的学习资源，

有效体现出终身学习所具有的泛在性、非

正式、社会性特征；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地

将学习融合在工作、生活中。 同时，还可凭

借“学分银行”将一个人所获得的短（非学

历）、长（学历）教育连接在一起。

五是避免开设学术型专业，注重培养

大批应用型人才。 我国需要能够创造新知

识的学术人才，那只是少数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的培养任务。 培养学术人才是现阶

段开放大学这类办学形式的 “短板”。 在

“十二五”期间以至更长的历史阶段，国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急需大量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给即将诞生的国家开放大学体系

提供了可以大有用武之地以及无限作为

的“蓝海”。

六是避免机械照搬国外的做法，要中

西结合，立足于基本国情。 应该认真学习

境外主要开放大学先进的理念和办学模

式、一流技术水平的公共服务平台、优质

学习资源的整合、 个性化服务产品的设

计、学习质量的精细化管理以及科学的评

价体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成果。 同时，

我们还应看到双方在教育发展总体水平，

教育总需求与总供给情况，人均受教育程

度，学习资源供给技术、手段、方法，尤其

是学习者总体素质和个性化学习能力等

方面的不同和差异。 此外，由于省、市、区

情的不同，即使是国内不同地区的开放大

学（或国家开放大学分校）也不能搞“一刀

切”，要因地制宜，办出特色。

七是避免遍地开花建开放大学，坚持

“全国一盘棋”原则，以建设国家开放大学

体系为主。 应支持个别有条件地区举办地

方特色开放大学，通过国家开放大学的大

平台将其特色服务于全国，以此成为国家

开放大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如果各

地都办小而全、全不了、基于“地方保护主

义 ”的 “开放大学 ”，这就是最大的 “不开

放”。 为此，按照“全国一盘棋”原则，各地

电大和经批准举办的少数地方开放大学可加

挂国家开放大学分校的牌子； 国家开放大学

体系总部与遍布全国的分校并非行政关系，

而是属于充分自愿结合、 切实互利双赢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总部总揽全局，依靠分校共

建，分校共享总部资源；各类分校因地制宜、

各具特色， 成为总部构建国家学习资源库的

重要来源、 研发学习新产品的孵化器以及学

习支持服务的主力军。

八是避免按老框框办学， 要与时俱进，着

力推进重大制度创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搭

建终身学习“立交桥”，建立宽进严出、学分积

累与转换、学分银行等项制度以及建设学习成

果认证体系，这是顺应终身学习潮流、借鉴发

达国家成功做法所提出的制度创新重要任务。

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协调和积极支持下，国

家开放大学体系要责无旁贷地成为推进这方

面改革创新的先行者，抓紧进行整体性设计和

形成有效办法， 在先易后难的试验中逐步推

开。 以此丰富国家开放大学体系办学的内涵，

同时奠定这一新型学习平台体现先进办学理

念和实现全新办学功能的基础。

九是避免闭关自守开发学习资源， 坚持

走合作开发优质学习资源的新路。 要避免各

自盲目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学习资源， 应该站

在“巨人”并且是多个、甚至无数个“巨人”的

肩膀往上走，以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入、汇集一

切优质学习资源， 举各方之力合作开发高质

量核心资源， 构建以云计算支撑的大容量国

家级数字化学习资源库， 以兼为主建设师资

队伍，大量按需聘用各领域高水平兼职教师，

确保一流办学水平和形成核心竞争能力，尽

可能较好地满足不同学习者个性化、 多样化

学习的需求。

十是避免脱离实际办学， 努力针对各地

区、各行业、各领域、各类人群的实际需求，加

强办学的针对性。 要避免有围墙的大学容易

脱离实际办学的倾向， 从学历本位、 课堂本

位、教师本位转变为学习本位、学习者本位、

素质本位、能力本位，深入开展需求调查，紧

密贴近实际办学， 真正有助于广大学习者提

高素质，提升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以及生活能力、健康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

与此同时， 我们应该依据正确的指导思

想和发展思路，按照从长计议、总体设计，先

易后难、分步实施原则，努力丰富国家开放大

学体系的综合服务功能。主要包括：“诊断”学

习者存在的问题和学习需求， 为其 “对症下

药”、设计个性化学习方案；面向学习者展示、

提供各类数字化、结构化学习资源，便于其自

主选择、各取所需；为各类办学机构、学习资

源供应商及一流教师提供施教大平台； 对来

源于各方、 拟推出的各类学习资源进行质量

检验认证，发放“通行证”并评估监控其质量；

跨越时空贯通教育系统内部、 外部的各种学

习资源、各类教育形式；为各类学习者排忧解

惑，提供支持线上、线下个性化学习的服务；

受理学习者参加学习和凭借相关经历获得学

分的认证、互换、存储、累积和“零存整取”；推

进境内外供应商与办学者关于学习资源的展

示与交易；就弱势群体（转移农民、流动人口、

待业及转岗人群）申请免费培训，受权代理发

放国家、地方培训教育券；发布学习需求信息

及学习资源供应浮动行情， 适时调控资源的

配置；开展境外合作交流，从事教育资源进出

口“贸易”；基于云计算技术支撑无数“移动”

学习者同步学习；对“移动”个性化学习者、学

习终端、学习资源、学习信息实施适时的“智

慧”状态管理和控制等。

此外，尤其应该关注的是，继个人电脑、

互联网之后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所带

来的信息技术的第三次革命。 云计算将使学

习无处不在 ， 使未来世界真正进入 “

U-

Learning

”即“泛在学习”、“无缝学习”时代。以

云计算为核心的新型大型服务平台， 可望将

海量学习资源经标准接口规范后， 按学习者

的个性化需求加以“碎片化”组装，通过高品

质多媒体人机交互技术和廉价移动终端获得

智能化、

U-Learning

学习空间。 网络学习（

Ｅ－

learning

）、新媒体移动装置学习（

Ｍ－learning

）

所共同形成的泛在学习、无缝学习，为所有学

习者构成了信息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有机融合

以及无处不在、 无所不有和无所不能的个性

化智能学习环境。 正规、正式与非正规、非正

式教育、学习将进一步交融，引发真正意义的

“学习的革命”。为此，要充分利用建设国家开

放大学体系的契机， 将云计算技术全面推广

和运用于教育领域，我国“全民学习，终身学

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 将如虎添翼

!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终身教育

体制机制建设咨询组专家组组长）

教育哲学如何关怀生活

金生鈜在 《复旦教育论坛》

2011

年

第

2

期撰文指出， 教育哲学最为关心的就

是人的生活及教育实践， 能够提出教育

和生活的基础问题， 并在思想的深处反

思造成现实困境与问题的价值、 观念或

意见。 为此， 教育哲学探寻涉及教育的

理性真理， 形而上地洞察教育存在的根

本目的、 价值和基础原则。 教育哲学只

有超越各种意见到达关于教育存在之根

本秩序的理解， 才能为生活及教育提供

有意义的思想理论。 如果教育哲学放弃

或遗忘根基性的形而上追问， 关于教育

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意见就无法得以辨明，

教育哲学就会真正缺乏目的感、 价值感

和实践感， 其自身也就真正疏离了生活

及教育。

“教育公平” 辨析

冉隆锋在 《基础教育研究》

2011

年

第

2

期撰文指出， 教育公平与教育公正、

教育平等、 教育均衡有着某种关联和意

义的相近表达， 但人们在混用中模糊了

教育公平的内涵。 教育公正体现的是教

育制度、 教育政策、 教育规范等在价值

取向上的正义性及个体发展的公正性 ，

教育平等反映的是教育活动中主体间关

系的客观事实和实然状态， 教育均衡是

在平等原则支配下的教育资源配置的合

理优化。 教育公平则包含着价值判断和

价值选择的成分 ， 是一个反映相对性 、

主观性、 规范性的范畴， 反映人们在教

育领域中的现实状态和理想追求。

义务教育财政政策新视角

栗玉香在 《中国教育学刊》

2011

年

第

3

期撰文指出， 结果均衡是指财政投入

结果均衡， 包括财政均衡与教育服务均

衡两层含义， 真正的结果均衡是财政均

衡与教育服务均衡的统一。 就目前我国

现实而言， 无论是教育财政投入总量的

增长还是生均义务教育经费相等， 均难

以保证义务教育服务的均衡。 基于结果

均衡的义务教育财政政策， 需要准确定

位义务教育财政政策目标， 关注公众对

财政投入结果的最直接感受， 关注发达

国家财政支出预算新取向和优化义务教

育财政投入机制。

（廖言 摘）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简称中央电大）是面向

全国开展开放教育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 中

央电大和各省级电大及其分校、 教学点组成了

遍布全国的开放教育教学系统。

开放教育是经教育部批准， 由中央电大组

织实施、全国电大系统共同参与、主要面向在职

成人的一种新型教育形式。 截至

2011

年春季，全

国

44

所省级电大及中央电大直属学院、 八一学

院、总参学院、空军学院、西藏学院、残疾人教育

学院等全部参与开放教育。 开放教育累计注册

学生

777

余万人。

中央电大坚持“面向基层、面向行业、面向农

村、面向边远和民族地区”的办学方向，根据行

业、企业、岗位及职业发展需要，开设专业和课

程， 引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行业培训证书，提

供“学历证书

+

培训证书”项目；聘请国内外名校

名师、专家学者及行业资深人士担任课程主讲教

师和教材主编，整合、利用社会优质教育教学资

源，通过全国电大系统实施教学组织与管理。

学习者主要利用文字教材、录音教材、录像

教材等多种媒体教材和由计算机网络、 卫星电

视网络、电信网络有机结合的数字化、多媒体、

交互式远程教学平台自主学习。 学生可以在家

里通过因特网和中央电大及各级电大远程教学

平台随时点播和下载网上教学资源， 利用网上

直播、双向视频系统等网络交互手段，与同学、

教师进行学习交流， 也可以到教学点参加集中

面授学习或参加小组学习。

一、招生专业

1．

本科（专科起点）专业

26

个

金融学、法学（含行政执法方向、维汉双语、

蒙汉双语）、社会工作、教育技术学（教学资源开

发方向、校园网开发与维护方向、信息技术教育

方向）、小学教育（含维汉双语）、汉语言文学（含

师范方向、文秘方向）、汉语言（维汉双语）、英语

（教育方向、商务方向）、广告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系统

方向、 机械制造过程自动化方向、 智能控制方

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方向、 建筑管理方向、 道路桥梁方

向）、水利水电工程、园艺、护理学、工商管理、会

计学、物流管理、行政管理（含人事系统方向）、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教育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学前教育（学

前教师教育方向、学前教育管理方向）。

2．

专科专业

69

个（包括“一村一名大学生计

划”专业

18

个）

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含维汉双语、军事

方向）、护理学、教育管理、网站开发、电子信息

技术（电子对抗方向、雷达工程方向、通信工程

方向、仪电与电子工程方向）、商务韩语、工商管

理（工商企业管理方向、市场营销方向、特许经

营管理方向）、会计学（财务会计方向）、金融（货

币银行方向、金融与财务方向、证券投资方向、

国际金融方向、保险方向）、现代文员、行政管理

（含安全保卫方向、维汉双语）、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应用化工技术、药品经营与管理、文秘

（含法务方向）、小学教育（含维汉双语）、学前教

育（含维汉双语）、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维汉双

语 ）、英语 （教育方向 、商务方向 、旅游英语方

向）、广告（营销传播方向、设计与制作方向）、园

艺、 建筑施工与管理、 道路桥梁工程施工与管

理、工程造价管理、水利水电工程与管理、数控

技术（含机电方向、导弹工程方向、机械工程方

向、军械工程方向）、汽车（汽车维修方向、汽车营销

方向、汽车管理与维修方向）、计算机网络技术（网

络编辑方向、网络管理方向、网页设计方向、楼宇智

能化工程方向）、计算机及应用、计算机信息管理、

计算机软件测试、信息系统开发与维护、数字媒体

设计与制作（含动漫方向）、药学、信用管理、室内设

计、农村金融、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物业管理、旅游

（旅游管理方向、 酒店管理方向、 低碳旅游管理方

向）、社会工作、音乐教育、美术教育、动画、光伏发

电技术及应用（光伏材料与器件方向、光伏电池与

系统方向）、人口与家庭（生殖健康方向）、采矿工

程、人力资源管理。

作物生产技术、种子生产与经营、设施农业技

术、园艺技术、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中草药栽培技

术、烟草栽培技术、林业技术、园林技术、畜牧兽医、

畜牧、特种动物养殖、农业经济管理、农村行政管

理、乡镇企业管理、农村信息管理、食品加工技术、

观光农业。

各省级电大、教学点招生专业及规模、报名时

间等具体事宜请向当地电大咨询，也可登录中央电

大网站（

www.crtvu.edu.cn

）或中央电大开放教育阳

光招生服务平台

(zs.rtvu.cn

）进行查询。

二、招生对象

1．

本科专业

（

1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

科（含专科）以上学历者。

（

2

）本科护理学专业招生对象限于护理学专科

毕业、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在职在岗卫生技术

人员。

2．

专科专业

（

1

）具有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及以上学历者。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试点专业招生对象主要面

向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毕业的农村青年。

（

2

）护理学专业招生对象限于中专毕业、专业

对口并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在职在岗卫生技

术人员。

（

3

）药学、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招生对象限于

在职卫生、医药行业技术人员。

（

4

）网站开发专业招生对象限于获得北大青鸟

JBNS

网站工程师培训证书的学生。报读学生首先应

注册北大青鸟

JBNS

网站工程师培训项目，获得由北

大青鸟颁发的

JBNS

网站工程师培训证书方能注册

为开放教育网站开发专业学生。

三、入学水平测试

报名者需参加入学水平测试，入学水平测试由

各省级电大按照中央电大统一要求组织实施。

四、课程设置与考试

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主干必修课程 （占全部课程

60%

以上）由中央电大统一开设，执行统一教学大纲、

统一教材、统一考试和统一评分标准；本科各专业开

设的英语、 计算机应用基础两门课程由教育部统一

组织考试；其他课程由省级电大组织教学与考试。

五、毕业及颁证

实行学分制。学籍自注册入学起

8

年内有效。根

据教育部有关要求，二年制专科、专科起点本科专

业最短学习年限为两年半。 符合毕业要求的，颁发

国家承认的专科或本科学历毕业证书，教育部给予

毕业证书电子注册。

中央电大开放教育本、专科毕业证书可在教育

部唯一学历证书查询网站———中国高等教育学生

信息网（

www.chsi.com.cn

）查询。

授予学士学位的专业，学生达到授予学位的标

准并符合有关规定要求，可获得合作院校授予的学

位证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2011年秋季招生简章

中央电大招生咨询电话：

010－66490678

中央电大招生监督电话：

010－66413062

详情请查询相关网站：

www.crtvu.edu.cn www.open.edu.cn zs.rtvu.cn

各地电大招生报名时间等具体事宜请垂询当地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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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教育本科专业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授予院校

 

全国各地电大招生咨询电话


